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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体会畅快驾驶
的难得机会，这是感受激情
酷爽的愉悦体验。“金卡纳风
云”2012雅力士全国挑战赛济

南站即将拉开帷幕，与其宅
在家里吹空调，不如走出家
门，去感受雅力士带来的金
卡纳激情赛事吧，让自己不
安分的心躁动起来，跟我们
一起跃动吧！

“参加雅力士挑战赛有
技术要求吗？”“真能在挑战
赛与专业赛车手同场竞技
吗？”……2012雅力士全国挑
战赛济南站火热招募的消息
发布后，马上在车友中引起
了极大的关注，纷纷打来电
话询问相关事宜，已报名的
车友更是在抓紧时间练习车
技。本次比赛报名即将截止。
抓住最后机会，来挑战吧！

报名签到送好礼

本次活动，主办方不仅
为参赛者准备了空调大棚、
点心饮料，还准备了接送大
巴方便参赛者前往比赛地
点。另外，主办方为参赛选手

准备了丰厚奖品，本站比赛
成绩排在前六名的选手均有
大奖，冠军将获得价值3000元
的笔记本电脑一台，亚军、季
军选手也将获得价值2000元

和1500元不等的奖品，还有大
量的优胜奖、参与奖礼品等
你拿。不仅如此，冠亚季军选
手还将在年底赴广州参加全
国总决赛，与CTCC车王一决
高下，赢取终极大奖。

享极限赛道魅力

本届比赛全面导入风靡
全球的“金卡纳”赛道堪称赛
事最大的亮点。“金卡纳”在
国外享有较高的声望，是国
际通行的专为小型车设计的
比赛项目。“金卡纳”对比赛
用车的性能和驾驶者的技术
有着极强的考验。你可以在
矩阵密码、密室逃脱、一击即
中、极限暴走、数字空间、U形
迷宫、狭“鹿”相逢等七大项

目的专业赛道中，接受极限
性能考验。

本次邀请到CTCC顶级
俱乐部车队“重庆CC车队”和

“雅力士赛可达RSR车队”作
为本届大赛的特约合作方，

“雅力士赛可达RSR车队”不
仅参与了特别赛道的设计，
还成为了本次济南站的特聘
教练团队，将为现场观众进
行专业的驾驶技术讲解。

想一睹专业车手的风
采，快到比赛现场观摩吧！如
果你还想零距离感受雅力士
的极限驾控乐趣，亲身体验
赛事激情，挑战自己驾驶实
力，那就趁现在赶紧拨打电
话报名参加吧！

(松志)

“三无底价购车惠”
——— 东风风神史上最强钜惠震撼齐鲁秋季车展

雅力士挑战赛本周日风云来袭

风行汽车携全系车型再
“惠”秋季车展，车展期间乐
享3000元国家惠民补贴，购车
再送6000元大礼包，活动不
断，惊喜不断。展位信息：国
际会展中心室内二楼D 区
3D3，室外主席台正对面。

2012款景逸从节油、安
全、性能、配置及舒适5大方
面，进行了系统性品质升级，
共实现了29项优化。升级后
的2012款景逸，性能更强，配
置更高，油耗更低，以全面均
衡的出众设计成为近期代步
车市场的消费热点。

在节油升级方面，2012款
景逸通过增配自动起停系统
(STT)和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EPS)，使百公里综合油耗由
原来的6 . 8L降低至6 . 2L，达到
了更为严格的国家节能惠民
补 贴 标 准 ，油 耗 降 低 率 达
8 . 8%。

在安全升级方面，2012款

景逸在“井字形”底盘、高刚
性3H车身、全车防撞钢梁、B

柱4层钢板等德系“钢炮级”
标准基础上，又对发动机的
放置进行了加固处理，同时
对车身顶棚应用了加强横
梁、加固等工艺。这些优化，
不仅提升了整车操控性及稳
定性，更使整车的安全性再
次提升。

在性能升级方面，经过
29项优化后，2012款景逸在节
能环保、整车操控性、高速操
控的稳定性及低速的轻便性
等方面均有新的突破。比如，
2012款景逸在增加BA(制动
力辅助功能)后，遇到突发情
况时，可以让老人、女性等体
力弱小者，轻便而有力地踩
下刹车踏板，并能显著缩短
制动距离，从而大大提高了
行车的稳定性。当出色的性
能与行驶乐趣完美融合时，
工程技艺也随之达到高峰。

在配置升级方面，2012款
景逸增配了新三幅方向盘、
迎宾踏板、电热除霜除雾后
视镜、全车系拉丝钛银装饰、
不锈钢装饰亮条等近10项配
置，于细节中尽显人性关怀。

在舒适升级方面，2012款
景逸从发动机噪声、风阻噪
声、轮胎噪声、传动系统振
动、制动噪声等噪声来源出
发，实施了系统的降噪工程，
创造出安静怡人的舒适享
受。动静之间，2012款景逸正
以悠然静雅，却又不失激情
澎湃的方式诠释着城市代步
家轿市场的制胜之道。
济南鑫泉4S店(匡山店)：
0531—68815111、68819111

地址：济南市西外环匡山汽
车大世界东区2号风行展厅
内
商河直营店：84802228

长清直营店：87212177

平阴直营店：87872899

8月10日，国内成品油价
经过连续两次下调之后，打
开涨价窗口，重新涨回7元时
代。不过，CNG(压缩天然气)

车型用户对此表示压力不
大。东风风神S30 CNG等，因
采用意大利天然气系统，省
钱、省心，在山东、陕西、新疆
等地区受到追捧。

双省：原装系统省钱省心

虽然近几年油气价一直
攀升，相对于以93号汽油为
燃料的车型，CNG车型更加
省钱。节约燃油费用在30%以
上。这也是很多用户选择或
改装C N G 车型的原因。除
CNG本身的价格优势外，高
品质的天然气系统也是节约
燃气费的重要原因。东风风
神S30 CNG采用法国PSA动
力系统和意大利进口天然气

系统。这套天然气系统，是第
五代CNG多点喷射系统，能
保证发动机在不同负荷下，
以精确的空燃比，为汽车带
来更佳动力性和绝佳燃油经
济性。据经销商反映，此车型
在陕西上市即热销，根据当
地的用车成本计算，普通用
户年省理论值高达15000元。

保证节能省钱的同时，
S30 CNG 80L的大容量气
罐，与其他品牌CNG车的65L

气罐相比，续航里程更长，超
200公里，避免了频繁加气麻
烦，让用户省心。

双高：整车高品质高性价比

东风风神S30 CNG是东
风乘用车响应国家“科技为
先、低碳环保”理念打造的经
济、环保车型，原型为S30，具
有“好型、好大、好劲、好省、

好值”五好卖点。据悉，S30曾
在“征服五大洲”品质之旅活
动中，穿越5大洲，纵贯21个
国家，取得了51000多公里无
修理零故障的优异成绩；并
在东风风神2010“我是车王”
极地挑战赛中，经受住了西
藏高原极高海拔、贵州晴隆
二十四道拐极弯山路、内蒙
古图里河极寒天气等极限环
境的挑战，硬朗的品质赢得
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原车型S30的后备箱容
积高达487L，即使是装配了
80L燃气罐的CNG车型，容量
仍然宽绰有余。东风风神S30
CNG的价格仅为8 . 08万元，
与同级别车型相比，性价比
优势明显。可以说，S30 CNG

是国内CNG双燃料汽车的价
值新标杆。

(田华)

东风Honda自进入中国
以来，一直秉承着“关爱车更
关爱人”的服务理念，用真诚
的服务为百万车主的汽车生
活带去喜悦和享受。为答谢
新老客户的支持与厚爱，东
风本田济南地区推出了一系
列优惠政策，东风本田的老
客户增购或置换东风Honda

任意车型，新车送1年/3万公
里延保。老客户推荐新客户，
老客户获500元油卡；7月1日
到9月30日所有Honda车主置
换东风Honda所有车型(不含
思铭)可获油卡，思铂睿2000

元油卡，思域、CR-V、艾力绅
分别获赠1000元油卡，购思
域送两年交强险，为您的出
行保驾护航。

另外，8月份东风本田济
南地区特约店为了便于广大
市民赏车，特提供晚间试驾
服务，有意试驾者需要提前

预约。
全新CR-V秉承

人性化原则，灵动变
通地立足于消费者的
实际需求，将车内空
间运用到极致。整车
各个角落大小不一的
储物空间，更加便利
于旅途中小件必需品
的存取。开启式中央
置物区、后座大型中央扶手
附双置杯架、顶置式太阳眼
镜盒等储物空间丰富多样。

在内部空间设计上，全
新CR-V根据腿部上下车一
定轨迹而优化的空间设计和
适合人体的最优高度设计，
大大提升了驾乘舒适度与便
捷度。主驾驶席座椅八向可
调，副驾驶席座椅四向可调，
为驾乘者带来最大的空间便
捷性。
东风本田济南瑞益特约销售

服务店
地址：济南市工业南路60-3号
销售热钱：0531-88960333

东风本田济南新鸿基特约销
售服务店
地址：济南市槐荫区匡山汽
车大世界南区 (北园高架黄
岗下)

销售热线：0531-55596888

东风本田济南大友特约销售
服务店
地址：济南市经十西路318号
销售热线：0531-87566666

金秋礼遇，东风风神史
上最强钜惠席卷齐鲁秋季车
展，2012年9月6-9日东风风
神汽车携旗下A60、S30、
H30CROSS全系车型闪亮登
陆济南，引爆购车狂潮。届
时，东风风神全系将豪推
“ 三 无 底 价 购 车 惠 ” 与
“百里挑一”活动，为您
的购车计划带来真正的实
惠，欢迎您前来咨询和莅
临品鉴！东风风神展台不
仅 有 大 量 的 钜 惠 政 策 推
出，更有NBA丹佛掘金啦
啦队靓丽洋模现场热力助
阵，为现场观众带来魅力
与激情，让东风风神展台成
为展会一抹靓丽风景。

“无需首付”史上最低

购车门槛等您来

此次齐鲁秋季车展，东
风风神推出“三无底价购车”
活动，即无首付、无利息、无
手续费，齐鲁大地汽车史上
最强劲钜惠力度席卷而来，
让您轻松无忧购爱车，并且
在今后的用车过程中，也无
须担心利息、手续费等问题。
风神全系为您周到考虑，还
在等什么？东风风神齐鲁秋
季车展等您来！

另外风神给力车展季还
推出了其它震撼给力政策，
限时秒杀车、定金返现、万元
礼包、购车送油卡等多种活

动礼包供广大车友选择。

“百里挑一”风神A60

1 . 6L免费开回家

作为本届车展的重头戏
之一，东风风神将在齐鲁秋
季车展之际启动风神A 6 0
1 . 6L车型“百里挑一”活动。
此项活动将在全省联动，风
神A60(1 . 6L车型)上市之前预
定的前100名顾客，均有机会
参与抽奖，成为“免费购
车”的幸运车主。具体抽奖
活动将在A60(1 . 6L车型)试驾
日举行。

传承40年造车工艺

打造核心车型

经过40年的
发展，东风汽车
已经构建起行业
领先的产品研发
能力、生产制造
能力与市场营销
能力，东风品牌早已家喻户
晓。东风风神品牌“从容生
活·品 质 进 取 ” 的 造 车 理
念，实现了东风风神的“新
高度，新平台，新品质”。
作为东风自主乘用车的旗舰
车型，东风风神A60被东风
寄予厚望，肩负提升品牌和
销量的双重使命。

东风风神A60，提出了
“幸福座驾”的三大维度：信
心、安心、舒心。其中，安心便

指安全，A60以五星安全为设
计标准，全力打造全方位保
护体系。荣获五星安全认
定，正是“幸福座驾”A60

以安全带给用户安心，以五
星为用户的幸福生活护航。
东风风神匡山店：
0531-68817881

济南市济齐路267号
东风风神工北店：
0531-68816811

东风风神章丘店：

0531-81297977

东风风神商河店：
0531-84802798

东风风神长清店：
0531-87205089

东风风神仲宫店：
0531-82993888

东风风神平阴店：
0531-87882818

东风风神济阳店：
13853177891
0531-81176996

车展钜惠 2012款景逸享3000元补贴 东风风神S30天然气车型年省1 . 5万元

全新CR-V灵动演绎空间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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